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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作为全国 12个最高等级的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铁公机”
样样发达，其中包括四通八达的高速
公路网及过境干线公路。近年来，我
市已在京港澳、连霍、西南绕城和机场
高速沿线建成了全长 227公里、面积
3309万平方米的防护林带，初步构建
了城市绿道生态网络系统。但是，部
分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绿化景观建设标准低、养护管理粗放，
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市民出行。

为进一步提升公路两侧景观效
果，2018年 10月 16日，《铁路沿线、生
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
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方案》提出，要

在 2019年 4月 30日前完成市域内高
速、国省主干道两侧，重点对京港澳高
速、连霍高速、绕城高速、商登高速、郑
少高速、郑民高速等 6条高速公路段
287公里沿线生态环境进行提升提质,
完成 101处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
域的绿化提升工作。

截至目前，过境干线公路已完成
绿化提升面积 3411.77万平方米，占总
任务的97.5%。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区域已完成绿化1284.17万平方米，占
总任务的93.95%。绿化提升后的过境
干线公路和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
域，黄土裸露少了，苗木长势好了，环
境卫生净了，景观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目前，我市正在加大督导检查工
作力度，督促各县（市、区、管委会）加
快推进各项工程绿化建设进度，力争4
月 30日前全面完成 5项重点工作任
务。并坚持“树立世界眼光，开阔国际
视野，铸就郑州特色”，持续提升完善
已绿化区域的景观质量。

国土绿化善曲高奏，美丽郑州前
景可期。经过全市上下克难攻坚、不
懈努力，一条条“路在林中、林在城中、
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的生态长廊已经
筑就，优美宜人的自然要素正逐步引入
城市和社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郑州加快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

本报讯（记者 马燕）“以前这里到
处是围挡，围挡里都是光秃秃的荒地，
现在围挡拆掉了，竟然发现家门口多了
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园，真是太好了。”昨
日下午，在商都路与东三环交叉口，看
着四周郁郁葱葱、拔地而起的山体公
园，普惠社区卢浮宫馆小区的黄女士一
个劲儿地点赞。

“以前只是觉得住在高铁站附近方
便，但现在高铁沿线建起了这么多的公
园，带着孩子站在公园看高铁，居住环境比
以前好多了。”黄女士口中的“公园”是郑东
新区高铁公园的一个名叫“云翔园”的子公
园，其位于商都路与东三环西南角，是一个
占地14.5万平方米的山体公园。

和普通平地公园不同，行走在云翔
园内，看着国槐、白蜡、樱花、海棠等不同
树木营造的缤纷景观，记者明显能感受
到这里高低起伏的地势落差，带给市民
不一样的游玩感受。“云翔园于今年 3月

10日进场施工，工期 50天，目前施工已
基本完成。”郑东新区市政园林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云翔园地势高差为31米，设计
理念源于生态防护加城市公园的复合模
式，能够满足防火、治尘、卫生隔离等功
能，与此同时，园区内的景观绿道、观光平
台、景观廊架、公厕等配套设施又可以为
附近居民服务，意在高铁沿线边为市民构
筑起一条移动的活力风景廊道。

云翔园不仅设计巧，而且颜值高，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云翔园内绿化颇有
讲究，其设计结合地形成规模种植，以乡
土植物为本底，打造乔、灌、草复合模式，
形成舒朗、大气的风景林带。其中，常绿
乔木主要以雪松、大叶女贞、广玉兰、琵
琶、白皮松、石楠为主，落叶乔木主要有
复叶槭、国槐、白蜡、悬铃木等，开花植物
则有樱花、海棠、美人梅等，另外，配以成
规模种植观赏草花，形成了公园四季都
能赏花，处处景观不同的鲜明特色。

本报讯（记者 王赛华）早樱、晚樱、
无患子和凌霄等植物种类繁多，道路层
次分明、林木错落有致、立体感十足……
这就是航海路以北的高铁桥下绿化景观
带。该景观带位于航海路以北、陇海路
以南、东三环桥下。这里是航海路上东
三环的一个上桥口区域，是经开区的一
个主要出入口，也是京广高铁、徐兰高
铁、西南联络线、西北疏解联络线、郑机
城铁，以及在建的郑万高铁等 6条高铁
出入郑州的必经之地，毗邻“中大门”，从
地理位置上看，可谓是我市东南方向对
外的窗口。为扮靓窗口，经开区利用春
季植树造林时机，邀请国内有名的设计
研究院和施工单位，对这里进行了高标
准的设计，高质量的施工。

根据地形，设计单位采用了观花、观
叶、藤蔓有机搭配层次感分明的设计方
案。规划了绿化带、分车带、行道树，绿
化面积约 1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5060
万元。

目前，这里种植了早樱、晚樱，无患
子和凌霄等不同种类的植物，这个四季
常绿、三季有花、道路层次分明、林木错
落有致、立体感十足的景观带，成为我市
一个亮丽的窗口，也展现了我市对外开
放的崭新形象。

机场高速南三环互通立交绿化项
目，是机场高速与南三环互通立交桥的
景观带，北起机场高速北匝道口，南至机
场高速南匝道口，西起南三环西匝道口，
北至南三环北匝道口，这里是去郑州机
场的重要通道，也是京港澳高速南三环
出入市口区域。

今年春季，经开区邀请国内知名设
计单位，高标准设计，投资约 5500万元，
精心打造了一个高规格的面积约 36万
平方米的游园。

设计单位根据这一带地形特点——
车辆行驶速度缓慢，但视野非常开阔，巧
妙地设计了“松梅抱槐”的景观形象，已
成为附近居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松梅抱槐”亮丽景观惹人醉

本报讯（记者 冉红政）“家门口即
将建成一个美丽的公园，散步、健身、聊
天有了好去处，很开心，也很感谢工作人
员劳神费力为群众着想，力度大，办实
事。”住在陇海铁路公园附近小区的张阿
姨目睹眼前的巨变，开心地和记者聊着。

陇海铁路公园位于陇海铁路货运线
与新郑路西北角区域，长约 1100米，宽
约38米，绿化面积4.18万平方米。

管城区铁路沿线等 5项重点绿化工
作指挥部负责人张廷晨介绍，为将陇海
铁路沿线绿化项目打造成管城区“国土
绿化”亮点工程，管城区积极行动，克难
攻坚，提前完成拆迁整治工作，真正做到
拆违治乱、还绿于民。该项目高标准规

划设计，按照绿化每平方米 450元标准
进行绿化建设，将建成一座集文化交流、
休闲娱乐和体育健身为一体的公园。结
合市民活动需求，建设文化长廊、健身广
场、休闲步道、多功能草坪等配套区域。
植物将以乡土全冠苗木为主，部分区域
点缀景石、竹子和造型松等，常绿与落叶
比例为 7∶3，营造“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的绿化景观效果。

截至目前，沿线新修配套保通道路
约 1.6万平方米，完成绿化近 4万平方
米，计划 5月 20日前全面完成园路、广
场、廊架、公厕、公园家具和灯光照明等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5月 30日前全面建
成并对市民开放。

今年春天以来，经常乘坐高铁出差的市民陈女士发现，省会
郑州铁路沿线正在悄然蜕变，低矮破旧的违建房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满眼的绿树鲜花。特别是在石武高铁东三环与平安大道
交叉口附近，近处，绵延数公里的高铁公园内不时掠过游人的身
影；远处，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宇现代感十足。“郑州的铁路沿
线，越来越像一条美丽的景观通廊了！欣赏着一路美景回到家
中，感觉郑州一天天在变靓，很自豪！”像陈女士一样，不少郑州
人都在朋友圈里对铁路沿线的靓变发出点赞。而这，也是我市
半年前实施5项重点绿化工程以来，带给市民最明显的获得感。

2018年10月16日，是郑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个重要
节点。我市站在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加
速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精神，努力建设人民满意城市的高度，
经过多方酝酿，出台了《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
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方案》，并于这天下午召开省
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
区域绿化工作新闻通气会，提出高质量打造“路在林中、林在城
中、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的城市绿道生态长廊，由此开启了一场
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全市上下克难攻坚，铁路部门积极配合，不到200天的时
间内，5项重点工程共完成新增各类绿化面积3742.61万平方
米，提升绿化面积3411.77万平方米，连通生态廊道381.14公
里，圆满实现既定目标，交上了一份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
民的出色答卷。 记者 裴其娟

机场高速南三环公园 记者 马健 图

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百年
来，因为有了火车，这里聚集起群
落、村落、县城、省会，再到如今正在
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如今，我市
是京广铁路、陇海铁路(新欧亚大陆
桥)两大铁路大动脉和京港高铁、徐
兰高铁两大高铁交通大动脉的交会
点。铁路吸引了大量物流、人流集
聚，铁路沿线也是外地旅客进入郑
州的“第一眼”，风景如何，直接关系
到我市在外地人心目中的形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十分
重视铁路沿线绿化。然而，由于种
种原因，铁路两侧仍存在不少私搭
乱建，有的紧贴铁路，有的临时建筑
上的彩钢瓦经常被刮到铁路上，威
胁列车运行安全。

2018年10月，铁路沿线拆迁绿
化工作启动后，经过充分排查摸底，
确定对全市铁路沿线 804处、84.88
万平方米违章建筑，1225处、76.47
万平方米有证征收及待拆建筑实施
拆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对铁路
沿线实施绿化建设，共新增绿化总
面积1990.47万平方米。

铁路沿线拆迁绿化成为市委、
市政府建设人民满意城市的重要工
程。2018年 11月 4日召开的动员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强
调：“要按照打造高标准景观通廊的
目标，通过绿化整治，确保铁路这一
交通大通道的安全和景观效果，让
进入郑州‘第一眼’看到更多美景！”

为打好省会铁路沿线拆迁绿化
硬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靠前指挥，对于难啃的拆迁硬骨

头，现场协调督导解决。省会铁路
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
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积极发挥好统筹协调
督导作用，建立日例会、日督导、日
报告、周排名制度，通过点评、排名、
通报、约谈、曝光、问责等形式，推动
各项拆除任务落到实处。市政府督
导组每周对各县(市、区)工作情况
进行督导。各县（市、区）以办事处
为单位组织排查摸底、建立台账，制
定了拆除政策，依法依规实施拆
除。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高度重
视，抽调人员与各级地方政府通力
配合。

截至目前，铁路沿线应拆建筑
全部拆除完毕，已完成绿化面积
1904.24万平方米，占绿化总任务的
95.67%。

商都路东三环西南角郑东新区
高铁公园，建成16万平方米绿化和
园建小品，只用了50天。

航海路以北高铁桥毗邻“中大
门”。如今，桥下已形成了早樱、晚
樱、凌霄等植物构成的立体景观带，
对外开放新形象呼之欲出。

陇海铁路与新郑路西北角的陇
秀公园，长约1100米，宽约38米，已
建成了文化长廊、健身广场、休闲步
道、多功能草坪等，“四季常绿、三季
有花”的绿化景观效果初步显现。

绿色相伴，美丽同行，如今的铁
路沿线已不仅是铁路，更是展示铁
路百年历史的文化路，展示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景观路，惠及省
会人民的生态路、幸福路！

或蜿蜒或笔直，或环山或拥水，在郑
州，数千公里的生态廊道，让鸟语花香的
诗意栖居正走进越来越多郑州人的生活。

中原西路生态廊道全长约 11公
里，北侧绿线宽度 50米，南侧绿线宽
度 80~120米。横断面由机动车道路
面组成的“灰带”，绿化带和行道树共
同构成的“绿带”，三排银杏组成的景
观漫步道组成。作为全市生态廊道的
样板段，每天在这里休闲、游赏、跳舞、
演唱的群众不计其数。

2012年起，我市按照党的十八大
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要

求，革命性地实施了生态廊道建设，中
心城区按照“公交进港湾、行走在中间、
辅道在两边，休闲在林间”的理念，城市
外围按照“组团发展、廊道相连、生态隔
离、宜居田园”的理念，建设了两侧各
20~120米不等的生态廊道，从根本上解
决了道路两侧违章建设多、黄土裸露、占
道经营、垃圾积存、交通安全隐患多的
问题，大大提升了道路绿化水平，实现
了交通、人行、绿化、生态的和谐统一。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生态廊道
3588公里,累计完成绿化30748万平方
米，相当于140个碧沙岗公园。生态廊

道既为城市“添绿”，也为发展“留白”。
2018年 10月以来，我市积极实施

生态廊道建设和绿道连通提质工作，
绿道连通任务500公里，已连通381.14
公里；生态廊道内共存在断点 499个，
已打通断点441处，占比88.3%。统一
标线 134.8公里，设置指示牌 685个，
安装果皮箱 771个，设置黄色禁停标
志 60处，设置挡车桩 1023个,安装休
闲坐凳 257个,安装路灯 830盏。2019
年计划开工 13条生态廊道，目前已开
工建设 8条，完成绿化面积 554.2万平
方米。

生态廊道建设 让市民尽享诗意栖居

公路绿化提升 让美景伴你出行路

铁路沿线绿化 让进城“第一眼”美起来

秀美公园里看高铁飞驰

“家门口多了一个休闲好去处”

机场高速南三环公园 记者 马健 图

陇海铁路新郑路游园 记者 马健 图

东三环与高铁线之间的绿地小游园 记者 周甬 图

奏响美丽郑州建设奋进曲
——我市以五项重点工程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扫码看郑州绿色

发展生动实践视频


